
網上資料未更新 教局指不公布免誤導

幼園剩額保密
家長怨難撲校

中大生愛鄰「社」惠2,500人本文作者曾於風采中學就讀兩年，在
中二暑假時回鄉下河南南陽探親，其舅
舅不幸被驗出患有重病。為了照顧他，
作者的媽媽決定將她留在鄉下生活，於
是作者在南陽生活一年。前年回港後，
作者再次入讀風采中學，在重新開展快
樂的求學生活之餘，寫下如下文字，懷
念家鄉濃厚的人情味。

——編者
樹在，葉去了；葉在，花去了；花在，香去了；香

在，欣賞的人去了。
我隻身走在大街上，右邊是各種掛着聞名世界品牌的
店舖，裝修精緻，顯得華麗；左邊是堵得水洩不通的馬
路，車輛源源不絕，顯得繁華；前後是許多素未謀面的
臉孔，卻木無表情。是的，這貌似與先前描寫的景色格
格不入，可在我身處的這個受無盡內地人嚮往的國際大
都市──香港，卻見怪不怪。
我慢慢地走着，想要尋找記憶中的那份溫情，卻發現
它無跡可尋。我覺得自己身處在工廠，工廠裡有無數機
械人，它們擁有不同的臉孔、人格、喜好，卻都只是木
無表情地工作着。而我則是其中唯一一個維修人員，負
責觀察它們的狀況，然後漸漸地，因工作的忙碌而變得
冷酷無情。但在我的記憶裡，卻有着不一樣的風景……

南陽人親切 易交知心友
2011年暑假，我第一次去南陽。它是一個農業城市，

到處塵土飛揚，卻絲毫不會給人帶來厭煩。假如你能在那裡走上
幾個小時，就會發現，四處充滿歡聲笑語，即使是掃大街的阿姨
也給人親切感，路邊叫賣的大叔有時還能和你聊上幾句。假如你
能在那兒多住一段時間，就會發現生活並非只有工作、娛樂、休
息，而笑容、真心、感情才能夠編織成我們美妙的生命交響曲。
我在南陽生活了一年零兩個月，嚐到了很多樸素的美食，結交
了很多知心的朋友，也明白了很多有關於人生的道理。且不論初
中時，24個女生住在一間宿舍，每晚開着手電筒一起研究難題、
分享心事、吵吵鬧鬧的快樂，就算僅兩個月的高中生活也讓我刻
骨銘心。那段時間，我結識了在我短短16年人生中對我最重要的
朋友，每天一起洗漱、上學、吃飯、購物、散步，彷彿親姐妹一
樣，一刻都不願分開。

昔每天歡愉 憶美好時光
只要我們在一起，周圍就沒有一刻能停下笑聲，因為我們總會做
一些自以為正常、在別人眼裡卻可笑無比的事情，令大家無可奈何，
可能也因這個原因，我們也能夠每天與身邊的人在歡愉中度過。
眼前是她的笑容，雖稱不上傾城傾國，但真實無比，可為何那
上揚的嘴角卻慢慢地下滑，變成了向下的弧度，失去了原來的溫
熱？我又回到了工廠，只有機器人的臉孔，卻再也找不到那遺失
的美好—那種我不曾在意、不曾珍惜的美好。我加快步伐來到能
隱藏一切、安撫一切的大海身邊，想要忘卻心裡的無力感，記憶
中的畫面卻浮現於它的身軀……
天可補，海可填，南山可移。日月既往，不可復追。
■李欣蓉 風采中學 （標題及小題為編輯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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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早前向5,400名只在一間幼
稚園登記的學童發出「註冊

信」，以便他們到有關幼稚園完成註
冊手續，並騰出多餘的學額。針對仍
未有學位的家長，教育局昨在網站上
載了北區和大埔區共77所幼稚園及幼
兒園於新學年K1的學額，供家長參
考。
據網站資料顯示，近九成學校已沒有
學位或者正在處理候補名單上的學生，
只剩餘10所學校有空缺。本報記者向有
關學校查詢，發現4所參加學券計劃的學
校中，兩所已經沒有學位，另外兩所分
別指有13個學位和有「少許」學位，餘
下6校合共有10個以上學位；推算兩區
合計至少有20多個學位。

一席難求遷家至深井
上水粉嶺媽媽會代表周雪兒表示，
統一註冊日後，會方接獲17名家長指
未有學位，當中有數人決定遷到他區
為孩子找學位，有家長甚至搬到深
井。她指，未有學位的家長感到擔
心，局方又未清楚列明個別幼稚園的
具體學額，欠缺透明度，增加家長的
壓力；至於有剩餘的學校大都是私立
學校，無學券資助，有經濟需要的家
長難以負擔，唯有「繼續徬徨，繼續
等（學位）」。

豫漢失望：子留鄉上學
多次從河南遠道來港為兒子尋找學

位的王先生尚未有「着落」，他指，
當局未有公布學額剩餘學額實際數
字，影響家長的選校策略，「如果某
校太少位，就不用考慮，不用一間又
一間去找，光是問有沒有學位已經很
麻煩」。他又指，兒子很聰明，卻沒
有獲港幼稚園取錄，他深感失望，已
決定安排孩子留在河南上學。
真理浸信會何袁惠琼幼稚園昨午仍有

13個剩餘學額，校長任淑芳表示，由於
學校有開設上下半日班和全日班，為方
便家長選擇，願意向家長「講清楚」學
額，「如果家長想讀全日班，可清楚告
訴他還有沒有位，不用等到申請和面試
後才知道（讀甚麼班）」。

校方指避免「標籤效應」
大埔及北區幼兒教育校長會主席郭

楚翹表示，為免對學校造成「標籤效
應」，讓家長以為學校有較多剩餘學
額等於不受歡迎的錯覺，因此只公布
學校有無學額已經足夠。她認為今次
首設的統一收生安排能發揮效能，稍
後將與當局檢討措施成效。
對於拒絕透露兩區剩餘學額數目，

教育局發言人解釋，由於有關學位空
缺數目會與時轉變，幼稚園亦可因應
情況作出改動，為避免提供資料有所
落差或誤導家長，因此不公布有關數
目。局方又表示，家長如欲知悉有關
資料，可向教育局查詢，以便提供適
切支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北區和大埔區幼稚園統一註冊日

上周結束，教育局昨首次在網上公布兩區學校新學年K1學額空缺

概況，77所學校中近半已爆滿，其中只有兩所「學券幼稚園」剩

下10餘個空位。由於當局及校方均拒絕提供空缺實數，加上網上

資料未及更新，結果有學校顯示仍然收生，但實際已告滿額，令

家長質疑安排欠透明度，亦影響家長的選校策略。教育局指，此

舉是避免資料有落差而誤導家長；業界則指這可避免標籤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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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
教育局日前公布2013年度《小一入
學報告書》，反映北區有近25%學生
首十志願不入，意味不少區內學生需
要跨區上學。有見問題嚴重，未來仍
有兩三年為跨境學童求學高峰期，教
聯會就建議政府參考以往政府向私立
學校「買位」的做法，以滿足升小
學生對北區學額的需求。
教聯會指，在北區增建小學未必

合乎長遠效益，但未來兩三年仍是
「高峰期」，建議政府採取「短期
應對措施」，參考上世紀70年代政
府為解決官立及資助學校學額不足
而向私立學校「買位」的做法，以
增收學生，並對參與學校提供額外
支援。

此外，有見北區有25%升小學生首十志願不
入，較全港平均約13%高出12個百分點，教
聯會亦呼籲政府增加分配學額時的透明度，公
布每區學額的實際數字，讓家長和學校早作準
備，避免反常的派位情況再次出現。

獲家長肯定 子女添動力

大埔北區部分幼園學額
學校

北區

真理浸信會何袁惠琼幼稚園

迦南中英文幼稚園（沙頭角）

耀基創藝幼稚園

好時光幼兒學校（粉嶺中心）

綠茵幼稚園（上水校）

大埔

大埔浸信會幼稚園

寶兒中英文幼稚園

明雅國際幼兒學校

資料來源﹕上述學校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馮晉研

學券

有

沒有

沒有

沒有

沒有

有

沒有

沒有

剩餘學額

13個

小量

沒有資料

小量

下午班小量空缺

下午班小量空缺

下午班有至少10個

國際班有空缺

本學年半日制學費(全日制學費)

19,120元（34,480元）

21,000元（不適用）

34,980元（59,180元）

31,200元至39,000元（46,800元）

36,000元（不適用）

16,797元（不適用）

34,260元（不適用）

42,000元（54,000元至57,600元）

「青少年究竟
最想要甚麼？」
很多家長可能會
認為他們想要的
就是「自由」，
也就是不受父母

的管束。然而，反過來問：其實父母
們，你們最想子女怎樣呢？
翻開報章，不難找到一些親子衝突

的新聞，有的為了玩網上遊戲而衝
突、有的為了瑣事而吵架。作為一個
社工，我實在擔心！其實衝突背後，
帶出了一個重要訊息：青年渴望得到
自由，但他們更渴望被家人肯定。

一句鼓勵更勝自由
筆者一直鼓勵家長可以多給子女多

一點空間。如果子女主動提出一些他
們想做的事情，只要不是壞事、不會
傷害他人、也談不上有甚麼危險，就
不妨讓他們去試。正如成年人有時也
會「不到黃河心不死」，在自己滿有
期盼去做一件事時，卻給別人「一盆
冷水照頭淋」，感覺一點也不好受。
家長應在子女最有動力的時間，給

予客觀的意見，並從旁鼓勵，有助親

子關係。如果成功，青年人可以肯定
自己的能力，同時也會感受到父母的
信任和支持；假若失敗，他們也可以
從跌倒中學習，並了解自己的長處短
處，加以改善。

發揮自我成就未來
其實，親情是由小事累積，是一生

一世的，父母不應因為一些無關痛癢
的事而與子女爭執、反目。在今天充
滿批判的社會裡，我們往往為了自己
的要求不被接納或認同，就和對方對
立。作為成年人，同時也作為父母，
是時候讓反省自己，有否因為自己過
分焦慮而阻礙子女尋找自我。父母應
該要做的，是協助子女了解自己的方
向、能力和需要，並讓他們發揮潛
能，成就自己。

撰文：香港家庭福利會
註冊社工邱寶琴

查詢電話 : 2527 3171
網頁：http://www.hkfws.org.hk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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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大播電影創作「種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由

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與政府青少
年網站合辦的「第三屆浸大電影學
院種子計劃」日前舉行起動禮，以
及首個經典電影欣賞與分享會。隨
着種子計劃的起動，數碼短片創作
比賽現已接受申請，有意參賽的本
地中學生可提交長度為15分鐘內的
短片，題材不限，截止日期為4月
30日。詳情可瀏覽網頁：
outh.gov.hk/innoaction
種子計劃於2011年推出，以培育

中學生的創意才能、提高美學欣賞
能力、豐富藝術創作知識，今年踏
入第三屆，大會邀得效率促進組政
府青少年網站執行總監許卓俊、浸
大電影學院種子計劃統籌委員會主
席卓伯棠等任起動禮的主禮嘉賓。
《半斤八両》導演、編劇兼演員
許冠文與著名跨媒介傳媒人林超榮
擔任經典電影欣賞及分享會的主講
嘉賓，與學生欣賞上世紀70年代經
典電影《半斤八両》，並分享電影
創作經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為鼓勵學生服
務社會，培養關愛社會的心志，中文大學校長沈
祖堯發起「愛鄰『社』服務學習計劃」，並於日

前舉行首屆傑出服務嘉許禮暨分享會。過去一
年，計劃與20間社會服務中心、學校、教會及醫
院合作，完成了43個服務學習項目，參加的中大

學生共520多人次，受惠人數逾2,500人。

服務「少族」弱勢兒童長者
有關計劃於周凱旋基金會的捐助舉辦，旨在服
務鄰近大學的沙田、大埔及馬鞍山地區的弱勢社
群。服務的形式非常多元化，包括在社區設置攤
位，與南亞裔兒童合作介紹南亞文化風俗；帶領
弱勢兒童探訪獨居長者，並到社區中的酒樓飲
茶；為患有失智症或需社交支援的長者進行音樂
治療等。
中大學生劉美靜在分享會中表示：「此計劃不

只訓練我們的組織能力、團隊精神、聆聽與表達
能力，亦讓我們學會欣賞別人的優點，懂得將心
比己，去體會服務對象的感受。」
該計劃亦將於3月15日於沙田公園舉行嘉年
華，一眾參與計劃的中大學生和受助者將手牽手
圍繞城門河畔，向區內居民推廣愛鄰舍、愛社會
的精神。

香港電台文教組和香
港小童群益會合辦《全
港兒童故事演講比賽
2014》，日前舉行記
者會公佈比賽詳情，並
請來著名兒童音樂教育
家王者匡出席，細談親
子閱讀的好處。至於去
年比賽的初小組冠軍張
殷碩更即席示範。

■中大社區服務。愛鄰「社」督導委員會委員與獲獎學生合照。 中大供圖

演講比賽

■來自河南的王先生決定放棄入讀本港的幼
稚園，安排兒子回內地升學。 資料圖片

■教育局資料顯示，近九成學校已經沒有學位或正處理候補生。圖為申請幼稚園學位排隊情
況。 資料圖片

■郭楚翹表示，為免造成「標籤效
應」，不應公布學校剩餘學額的具
體數目。 黃偉邦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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